
長庚大學九十八學年度第二次圖書諮詢委員會會議記錄 
 
壹、 時    間：九十九年五月二十六日（星期三）中午十二時 
貳、 地    點：第一醫學大樓二樓簡報室 
參、 主    席：溫秀英館長 
肆、 出    席：如附名單 
伍、 記    錄：黃恬儀 

 
陸、 工作報告： 
一、 宣讀上次討論事項決議執行情形 
案  由：擬推舉本學年度書刊資料審查委員代表四名，提會討論。 
決  議：本學年推舉四類組審查委員代表如下：醫學類為天然藥物所廖長輝老

師、工學類為生化生醫所賴瑞陽老師、管理學類為工商系林舒柔老師及

通識類通識中心王賀白老師。 
<執行情形：本學年採購之資料已依學院分由此四位審查委員代表進行審核。管

理學類因工商系林舒柔老師離職，於 2 月開始改由醫管系王惠玄老師擔

任委員代表。> 

案  由：圖書館所典藏之圖書於書封或書背均貼有登錄條碼號，然老師同學反

應所黏貼的位置常將該書的推薦文或簡介等參考資料覆蓋，影響閱讀使

用，建議圖書館黏貼條碼號時避開具參考性的資料。(醫管系王惠玄老

師) 
圖書館說明：將加強訓練作業人員黏貼條碼號時應注意所黏貼之位置，避開具

參考性的資料並以標準作業流程規範之；即日起移送上架的新書配合辦

理，已上架之圖書再視人力狀況安排作業。 
<執行情形：已將此納入於標準作業流程規範執行。> 

案  由：建議圖書館更新金庸小說等破損圖書及多人預約的圖書多採購複本。(微
免科黎欣白老師) 

圖書館說明： 
1. 圖書館發現圖書破損時立即予以修補，若無法修補之圖書亦定期列單

重新採購，若有未能及時發現之破損圖書，請讀者協助向櫃檯反應。 
2. 採購人員已定期進行檢閱「預約清單」，多人預約的圖書即時開單採

購而複本數量依內容性質及預約需求而調整。 
<執行情形：已將此納入於標準作業流程規範執行。> 

二、 已完成之工作 
(一) 98 年度（98 年 1 月至 12 月）館務統計報告(附件一)：  

1. 經費：整體資料經費成長為－1.9%，個別資料類型經費成長比率為圖書

資料 5.1%、視聽資料－44.4%、紙本期刊－36.7%、資料庫及連線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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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資料使用量：整體資料使用量成長為 8.9%，個別資料類型使用成長比率

為圖書資料 7.5%，其中中文圖書近三年年成長率皆超過 15%；資料庫

11.1%、連線電子期刊 2.2%；因電子資源增加，紙本期刊使用次數持續

下降 29.8%，另視聽資料亦下降 9.3%。 

(二) 「臺灣學術電子書聯盟」採購電子書：請經由 iPAC館藏 或 全文資料 
(SFX)(期刊+電子書) 查詢，或由資料庫首頁連線使用電子書。 

聯盟為由臺灣大學、成功大學、中興大學於 96 年 7 月發起成立，其宗旨

為「希望藉由聯合採購有效降低採購成本，擴增各館電子西文圖書館藏

量，以提昇各校教學與研究品質。 聯盟初步規劃每年採購一萬冊以上之

西文學術電子書，購入館藏為聯盟會員館共同擁有。」97 年度採購 16,084
種電子書，98 年度採購 13,628 種電子書(累計至 99.5.5)，99 年度已確認採

購之電子書列表如下： 

名稱 購置數量 現況 

Oxford Scholarship Online (OSO) 2009-2010 1,154 種 驗收中 

McGraw-Hill 電子書 1990-2010 861 種 驗收中 

Cambridge Books Online 電子書 2007-2009 498 種 驗收中 

Springer 2010 版權年（贈 1997-2002 版權年） 待確認 採購招標中 

總計 2,512 種  

(三) 圖書館推廣服務舉辦系列活動： 
1. 圖書館週活動（12.1~12.31）：內容包括「深層閱讀」、「好書分享」、「有

獎徵答」、「閱讀之最」、「薦購之最」及「SCI/SSCI引用文獻講習」等活

動。 
2. 於 3 月 26 日舉辦「撰寫論文第一步 - 如何發掘論文主題與投稿經驗分

享」。 
3. 研究生專屬講習「如何高效率成就論文研究 及 如何管理論文參考資料」

（4.10~5.10）：於  2 小時的課程中介紹研究所生涯中必備的工具 
Scopus、Endnote 及 博碩士論文上傳系統，共計舉辦 9 場。 

4. 校慶週活動「長庚 23 的人文與社會」（4.1~4.21）慶祝活動主旨在於完整

展示本校至今累積的豐厚人文素養，活動內涵為「人文：室內樂作品欣

賞與實習特展」、「社會關懷：閱讀徵文」、最後以綜合本校的時事與社會

新知為總結進行「有獎徵答」活動。 
5. 協辦資料庫與電子書使用推廣有獎徵答活動（獎品由資料庫與電子書廠商提供） 

1) 電子書聯盟「Emerald 電子書」（98.12.3~99.1.31）。 
2) SDOL/Scopus「白色情人節: 巧克力催化魔力 ?」(3.8~3.21) 
3) airitiBooks華文電子書服務「書中自有黃金屋」(3.31~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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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V資料庫 「地震雲異象: 強震前兆 ?」(4.26~5.9) 
5) 慧科大中華新聞網「上海世博一指通 花博資訊優先知」(4.28~6.6) 
6) Wiley-Blackwell「探索氣候變遷」(5.1~5.31) 
7) SCIE、SSCI 探索經典文獻利用(5.10~6.11) 

(四) 主題特展系列：為了培養學生人文素養與學習風氣所展開一系列的主題特

展，每個月針對一主題推出書籍與視聽資料展覽。本學年的主題特展推出

「社會議題關懷系列」，展出的最大特色為每一個主題將邀請老師協助指

導，讓展出資料內容更加地深入與完善。主題有「藝術治療」、「“設計”愉
悅的生活」、「性別與性學研究」、「綠色能源」、「環保創作」與「著作權」。

展出時間資料陳列於科學人文專區。 

(五) 12 月完成圖書館簡訊第三十五期：介紹新訂資料庫（臺灣文獻叢刊續編、JSTOR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ollection、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Web of 
Science)）及臺灣期刊論文索引系統（原中華民國期刊論文資料庫改名）。 

(六) 5月完成資源示意圖「老人復健」：資源示意圖是為針對一主題（例如：老人復健），

由圖書館蒐集整理圖書館內與網路上的各項資源，以清單式條列出基本的

圖書與期刊等參考書目資料，並針對不同的查詢工具（例如：iPAC或Medline
等資料庫）建議最恰當的檢索策略與技巧。歡迎老師與參考諮詢人員聯絡（分

機 5622），圖書館可以配合課程指定主題建立資源示意圖。本次示意圖網址如

下：http://www.lib.cgu.edu.tw/instruction/resourceDirectory/geriatrics/geriatrics.htm。 

(七) 圖書館主機系統連線穩定度問題已解決：系統主機於 3、4 月份相當不穩定，

透過廠商與資訊中心的協助，進行主機與網路設備硬體更新，同時並由系

統主機、圖書館 Gateway 與學校防火牆三個層次設定阻擋搜尋引擎與攻擊

者 IPs 後，圖書館主機連線使用已恢復穩定。 

(八) 圖書館節能分區照明設置：依據「校園節約能源討論會議」決議進行「照明節

能分區開放設定」，於 4 月完成圖書館B1 及 2F光源設備加裝節能控制，燈光將

依亮度自動點亮或熄滅。 

(九) 保障個人隱私、帳號更新作業：配合企業維護員工個人隱私及資料保密識

別證重新錄碼作業，已將新職員證號碼於 4 月 30 日轉入圖書館系統，讀者

無論持用轉錄前或轉錄後的職員證皆可進行借書作業。 

(十) 98 年全校低使用期刊（附件二）：本清單同時將會在 6 月發函開辦期刊訂購

通知時提供給各介購單位參考。 

 

三、 進行中之工作 

(一) 「臺灣學術電子書聯盟」採購電子書：配合聯盟以聯合採購有效降低採購

成本，擴增圖書館電子西文圖書館藏量。 

(二) 期刊及資料庫 2011 年新、續訂工作將於 6 月份開辦。 

- 3 - 

http://cgulblogger.blogspot.com/2010/04/ev-htc-426-59.html
http://cgulblogger.blogspot.com/2010/04/ev-htc-426-59.html
http://cgulblogger.blogspot.com/2010/04/ev-htc-426-59.html
http://cgulblogger.blogspot.com/2010/04/ev-htc-426-59.html
http://cgulblogger.blogspot.com/2010/04/ev-htc-426-59.html
http://cgulblogger.blogspot.com/2010/04/ev-htc-426-59.html
http://cgulblogger.blogspot.com/2010/04/ev-htc-426-59.html
http://cgulblogger.blogspot.com/2010/04/ev-htc-426-59.html
http://cgulblogger.blogspot.com/2010/04/ev-htc-426-59.html
http://cgulblogger.blogspot.com/2010/04/42866.html
http://cgulblogger.blogspot.com/2010/04/42866.html
http://cgulblogger.blogspot.com/2010/04/42866.html
http://cgulblogger.blogspot.com/2010/04/42866.html
http://cgulblogger.blogspot.com/2010/04/wiley-blackwellipod-touchipod-nano.html
http://cgulblogger.blogspot.com/2010/04/wiley-blackwellipod-touchipod-nano.html
http://www.lib.cgu.edu.tw/instruction/subjects.html
http://www.lib.cgu.edu.tw/instruction/subjects.html
http://www.lib.cgu.edu.tw/instruction/subjects.html
http://www.lib.cgu.edu.tw/instruction/subjects.html
http://www.lib.cgu.edu.tw/instruction/subjects.html
http://www.lib.cgu.edu.tw/instruction/subjects.html
http://www.lib.cgu.edu.tw/instruction/subjects.html
http://www.lib.cgu.edu.tw/instruction/subjects.html
http://www.lib.cgu.edu.tw/instruction/subjects.html
http://www.lib.cgu.edu.tw/instruction/subjects.html
http://www.lib.cgu.edu.tw/instruction/subjects.html
http://www.lib.cgu.edu.tw/libnews/libnews35/libnews35.html
http://163.25.115.228/cgi-bin/fs/auth.cgi?o=15601
http://163.25.115.228/cgi-bin/fs/auth.cgi?o=15901
http://163.25.115.228/cgi-bin/fs/auth.cgi?o=15701
http://163.25.115.228/cgi-bin/fs/auth.cgi?o=15701
http://cgulblogger.blogspot.com/2010/04/b1-2f.html
http://cgulblogger.blogspot.com/2010/04/b1-2f.html
http://cgulblogger.blogspot.com/2010/04/b1-2f.html
http://cgulblogger.blogspot.com/2010/04/b1-2f.html
http://cgulblogger.blogspot.com/2010/04/b1-2f.html


(三) 「西文教科書增購專案」：為穩定提供教學需要的西文圖書資料，圖書館辦

理「西文教科書增購專案」。此專案計畫 95 年開始以三年為一週期，區分

為醫護學類、管理設計學類及工程學類，由各系所教師進行閱選後，逐年

增購一個學院類別的教科書。本年度將進行第二輪次的管理設計學類教科

書採購，目前已完成清單勾選共勾選 377 種，約 106 萬元，正進行下訂、

採購作業。 

(四) 課程指定用書作業：課程用書以往皆依據老師填寫之調查表，由圖書館進

行購買，並於 iPAC 建立課程參考用書資料。如此往往費時，亦無法收集完

整課程所需之參考資料。由 98 學年第一學期開始，圖書館除調查表外，同

時由校務資訊系統取得課程指定用書清單，再進行後續處理，如此於學期

前進行課程用書調查時，即可提供完整的現有課程資料，老師僅需進行必

要的增修，無需再重新填寫。已完成第一學期用書薦購，進行第二學期資

料處理中。日後希望能將由校務資訊系統下載資料至 iPAC 系統之作業自動

化，讓資料取得流程銜接更順暢。 

(五) 圖書統購合約：由本館代表企業內 7 院區進行中外文圖書統購合約之訂定。

中文圖書統購合約已於 3 月完成。外文圖書統購合約原於 98 年 12 月已完

成議訂，然因合約廠商 Blackwell North American (BNA)被 Baker &Taylor 併
購，暫時先以舊約延展半年，目前重新開啟合約訂定作業。 

(六) Library Web2.0：建購符合 Web2.0 的館藏查詢系統，提供更簡易使用但功

能更豐富的查詢畫面、更完整的書籍資料包括書影與內容介紹等。讀者可

針對書籍進行評論、給予標籤（tagging）與建立個人收藏等。目前第一階

段已於 3 月 8 日正式上線，第二階段亦已完成訂購，廠商進行系統分析、

程式撰寫中。 

(七) 博碩士論文數位典藏回溯計劃：98 年 2 月開始回溯 95 學年度之前之學位論

文，已完成數位化 955 冊，預定於 99 學年完成所有本校學位論文之數位化。

目前進行回溯向校友徵求電子全文的使用授權書。 

 
柒、 臨時動議： 
案由：請增加醫學類電子期刊。（呼吸照護系林蕙鈴老師） 
說明：系上老師及同學在準備研究及書寫報告、期刊搜尋中，常無法得到全文。

是否可協調得到醫院的登入帳號，得以取得全文？或購買醫學類電子期

刊。 
圖書館說明： 

1. 電子期刊於訂購時皆需簽訂合約，合約中明確訂定合法使用者範圍。長

庚醫院圖書館訂購之期刊，若其合法使用者範圍已包括本校教職員生，

圖書館皆已將這些期刊納入本校的電子期刊系統，可由圖書館首頁之全

文資料 (SFX)(期刊 +電子書)連結系統查得資料。若合法使用者範圍未

包括本校教職員生，則無法合法以醫院的登入帳號取得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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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針對需要使用的電子期刊而本校尚未提供者，請於圖書館首頁進行推薦

購買資料。圖書館將於 6 月份進行 2011 年期刊與資料庫之新續訂作業，

會彙整所有推薦之期刊與資料庫清單送回系所單位核簽，再經院級與校

級審查後，提報經費經董事會核准後進行訂購。所有訂購資料將於來年

1 月 1 日開始使用。 

案由：圖書館電腦硬體與作業系統老舊，無法提供完整的作業功能，當使用時

常需排隊等候，是否可以更新電腦設備？（管理學院學生代表林俞伶） 
圖書館說明：圖書館於過去二個學年度皆未有經費更換個人電腦。目前於 99 學

年度編列預算置換 90 年購入之個人電腦 15 台，此預算已通過第一次預

算審查。待此預算確認通過後，圖書館即會儘快請購置換老舊的電腦以

提升資訊查詢品質。 
捌、 散會 
 

http://recmd.lib.cgu.edu.tw:8080/RAMS2006/
http://recmd.lib.cgu.edu.tw:8080/RAMS2006/



























